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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佃温
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
生导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特聘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
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医三附
院肛肠科主任，河南省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荣
获“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
家”“河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
家”“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

1.省大钱：1个电话，省6050元；
2.进店礼：爱牙大礼包人人有；
3.送牙冠：种1颗牙送1颗牙冠；
4.抢红包：签到即可抢红包；
5.定金礼：交定金送养生砂锅；
6.抽大奖：交款免费赢种植体。

□记者 李彬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
发病率逐年攀升，严重影响老百
姓的健康。很多非专科医生甚
至专科医生只会告诉患者科学
饮食和运动的重要，却不能给予
正规的生活方式指导。

今年3月，由河南省医学会
内分泌暨糖尿病学专科分会申
报，河南康无忧健康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协办的“代谢综合征防治
生活干预策略与方法基层培训”
项目，正式通过省医学会审批，
成为首个获批的“百项基层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该项目将基于
临床实践，邀请多方面的专家组
成讲师团，用最容易接受的方
式，阐述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健康
和疾病控制之间的关系，并在操
作层面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

目前，项目组已启动讲师团
招募计划，即日起至4月30日，
凡是崇尚科学，热心科普，善于
表达，有医疗、卫生、体育和营养
等相关专业特长或经验，65周
岁以下，身体健康，能保证科普
时间安排者，均可登录河南日报
网下载填写“河南省糖尿病科普
讲 师 团 报 名 表 ”，发 送 至
kwybds@126.com邮箱报名，
被选中者将成为“百项基层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先锋团成员。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3月 18日～19日，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
中心举办了河南省第九期椎间
孔镜技术培训班。来自安阳及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百名骨
科医生共同研讨、学习脊柱微创
椎间孔镜技术。

如今，随着脊柱微创的快速
发展，大部分脊柱病通过微创治
疗都能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通过近
9000例椎间孔镜病例经验的积
累，对颈椎病、胸椎间盘突出、胸
椎管狭窄、复杂型腰椎病都有重
大突破，在国内率先将计算机导
航和椎间孔镜结合在一起，使腰
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
病、胸椎间盘突出、胸椎管狭窄
等相关脊柱疾病的治疗更加精
准、安全，创伤小。

从去年3月起，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针对省内18个地级
市每月举行椎间孔镜技术培训
班，培训会上专家针对椎间孔镜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
窄、颈椎病、胸椎间盘突出、胸椎
管狭窄进行精彩演讲，安排手术
直播，通过培训促进了省内脊柱
微创的进步和发展。

□记者 李彬

近日，米女士体检后，收到
了一份宫颈癌前病变的确诊通
知书。正当米女士因“癌”字而
万念俱灰时，医生却告诉她，宫
颈癌前病变并不等于是宫颈癌，
如果是一个意思，也不需要用两
个不同的词了。

“宫颈癌前病变在医学上称
为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与子宫颈
浸润癌密切相关的一组癌前病
变，根据细胞的改变程度和异型
细胞范围可分为三级。”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王慧霞介绍，简单来

说，宫颈癌前病变还不完全是
癌，如果能及早发现癌前病变，
就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消除炎症
等各种手段将它扼杀在摇篮中，
阻止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但
如果没有发现，任由它发展，就
可能转为恶性肿瘤。

那么，如何做到及时发现问
题并解决呢？“答案就是定期检
查。”王慧霞说，与别的癌症不一
样的是，宫颈癌病因明确，研究
显示，超过90%的宫颈癌是长
期持续高危型HPV病毒感染导
致的。所以只要定期筛查，发现
问题积极处理，完全可以避免变
成宫颈癌再后悔不已。目前宫

颈癌最理想的筛查方案是推荐
采用高危型HPV筛查检测联合
TCT液基细胞学。如果采用单
项筛查，首选是HPV基因分型
检测。

王慧霞提醒说，只要女性开
始性生活，不管身体有没有不舒
服，都推荐在每年的妇科体检中
加上HPV筛查。如果身体已经
出现了白带异常增多且有异味、
白带有血丝、阴道不规则出血等
信号，那就更要快点就医检查
了。目前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成为创新型HPV基
因分型检测结果初筛为阳性的
患者二次检查机构，为其免费进

行细胞学二次筛查、活检病理诊
断。而通过创新型HPV基因分
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朋友，将获
得一份保险，三年被确诊为宫颈
浸润癌的，一次性赔付5万元。
欲知HPV筛查的检测方式等详
细内容，您可以关注天天健康官
方微信号“大河微医”，回复

“HPV”即可。

防治手册HPV

先别慌，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

中午打个盹的时间治疗肛肠病？
读者体验“无痛便捷”的痔疮手术
核心提示丨众所周知，传统痔疮手术不仅痛苦大，出血多，恢复慢，而且术后还极易引发肛门失
禁、肛门狭窄等并发症。在郑州，很多市民都知道的一句广告语：“治痔疮到丰益，一点也不疼，
十分钟就搞定。”昨天上午，记者随市民崔先生一同来到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03号的郑州丰益
肛肠医院一探究竟。 □记者 魏浩

崔先生今年35岁，平时酷爱
吃辣，6年前开始觉得排便有点
疼痛，还时不时地伴有肿物突出、
出血，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痔疮，
就到附近的一家门诊做手术。手
术还没做完，就感觉一阵剧痛，疼

得他当场就想走。
医生不得已又给他打了麻

药，没想到术后更是遭罪，一连两
个星期都躺着不敢动。想起那次
失败的手术经历，崔先生叫苦不
迭。没承想，痔疮过不久又犯了。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
家刘佃温教授表示，肛门部的神
经丰富较敏感，以前“切剪割缝”
的传统手术，确实创伤大，疼痛
剧烈。但现在TST、PPH等微创
手术，手术时间短，恢复快，创伤
小，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疼痛。

刘佃温教授为崔先生做了

检查，确诊为环状混合痔。针对
病情建议他使用 TST 微创手
术。术后崔先生开心地说：“打
上麻醉后，我还跟刘教授说，希
望这次做完不会再复发，他给我
讲如何避免痔疮复发的生活饮
食注意事项，很快手术就结束
了。”

1.便血。常表现为大便
表面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2.肛门瘙痒或疼痛，是恶
变细胞刺激神经末梢可引起
的症状。

3.肛门肿物脱出。有的
随着大便而脱出，有的在肛周
出现。

4.大便异常。表现为粪
便形态异常，便不成形、黑便、
血便、大便泡沫样等；排便次
数异常；排便不尽或便后下坠
感严重。

治疗不当，痔疮反复发作

打个盹的时间，就做完了痔疮手术

大肠癌四大高危症状
可拨打电话申请公益筛查

专家
推荐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联
合大河报举办的公益筛查
活动正在进行中。因到院
患 者 众 多 ，市 民 可 拨 打
0371-65795660预约。

温馨提示>>

留学德国、种植牙博士为你亲诊！
缺牙注意：仅剩1天!就在25号！
500颗种植牙冠免费送！25号（本周六），留德种植牙博士曹颖光教授空降郑州亲诊，
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丨曹颖光教授将空降郑州亲诊的消息一经传出，缺牙人争相预约报名。许多种植医生
竟也报名，只求亲临现场聆听专家“教诲”。曹教授目前承担大量种植医学科研任务，百忙之中
亲诊郑州缺牙人，机会十分难得，缺牙人不要错过！拜博口腔联合大河报公益种牙活动正在进
行中，缺牙者可拨打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进行预约。

据了解，种植牙有许多“困
难户”。有因为牙槽骨萎缩严重
导致骨量不足，被告知无法种牙
的，有因为种牙怕疼，迟迟下不
定决心手术的，有因为口腔条件
复杂需要咬合重建，手术难度太
大的，有种牙特别怕疼的老人

……
据悉，拜博口腔作为联想控

股成员企业，凭借24年历史、全
国50城、200家连锁优势，融合
全国知名专家建立了 IDDC。
IDDC全称为拜博集团种植复杂
病例诊断设计中心，该中心聚合

全国各地知名种植牙专家（ID-
DC首期专家团成员39名）。这
意味着在IDDC种牙，您也能一
站式享受到“北上广深”的知名
专家来为您提供的种植牙服
务。难怪缺牙人纷纷选择IDDC
种植牙！

□记者 林辉

IDDC种植牙为何火爆？邀请全国种牙专家帮你！【火爆真相】

据悉，本周六IDDC首席种
植牙专家曹颖光教授将空降郑
州为缺牙人服务，亲诊名额仅限
20名，机会难得，缺牙人请赶紧
预约！

医资：曹颖光是德国杜伊思
堡-埃森大学医学院博士，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口腔中心
博士研究生导师。

医技：曹颖光教授精通国际
先进牙齿种植技术，在齿科疑难
杂症方面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
平和独特的临床经验，担任拜博
口腔医疗集团 IDDC的医疗培
训、会诊、带教工作。

医德：曹颖光教授被业界称
为“德艺双馨的种植牙大师”。

医绩：曹颖光教授从事口腔

行业30余年，实施种植牙手术
将近3万例。

曹颖光教授，主任医师，从
事口腔修复学和口腔种植学临
床、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发
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湖
北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

留学德国种牙博士来了 这个专家有多牛？【种牙名医】 500颗种植牙冠免费送！
更多种牙豪礼等你拿

【看牙豪礼】

百项医学技术下基层

糖尿病科普
讲师团招募啦

百名脊柱外科
医生来“取经”

留德种植牙博士曹颖光教授

资讯速览


